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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2 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
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
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工
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他强
调，要弘扬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勇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
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
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
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上
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
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致意，
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同孙
家栋、栾恩杰等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
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
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听
取有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

学成果、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
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问有关
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
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
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
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
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
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 年来，参
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

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
可贺、令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
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期，一
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续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
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
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
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祉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明、
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
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程
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嫦
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
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
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了坚
实基础。

湛江民间传统文化在线推动国际友城寻味中国年

市领导检查广湛高铁（湛江
段）及湛江大道建设情况要求

湛江文化添年味 线上联动贺新春

加快推进项目进度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龙瑶）2 月
22 日，记者从市外事局了解到，辛丑牛年
春节期间，在湛江的国际友好城市澳大利
亚凯恩斯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当地华人
举办新春庆典，来自湛江的醒狮、武术、飘
色等特色民俗表演大放异彩，在线推动澳
大利亚友城寻味中国“牛”年。此次活动
进一步扩大我市对外影响力，推动我市民
俗文化走出国门，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中展现湛江作为。
据了解，中国农历新年到来前夕，澳
大利亚凯恩斯市鲍勃·曼宁市长来函祝愿
湛江人民新年快乐，并表示凯恩斯华人会
将举办一场新春庆典活动，邀请友城湛江

提供本地民间特色传统文化供当地演播，
在线共庆中国农历新年。
为发挥外事工作优势，
强化友城联络，
主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正能量”，打造与
海外华人及国际友人在民间层次互动交流
的坚实平台，
应友城凯恩斯市的请求，
湛江
市外事局积极发动组织本市相关单位，得
到市文化馆、湛江少林学校、
（遂溪）龙湾龙
狮艺术团、吴川梅岭飘色艺术团等单位的
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分别录制及节选湛
江特色民俗文化表演视频，发送至凯恩斯
华人会。
据了解，凯恩斯地区华人比重占当
地总人口 25％以上，华人会举办的中国

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一直是当地最盛大的
活动之一。今年的牛年新春庆典活动得
到凯恩斯市政府全力支持，充分反映当
地市民希望在牛年克服疫情影响、重振
经济的美好愿望。本次凯恩斯新春庆典
自 2 月 13 日（大年初二）上午 10 时开始
直播，演出持续四个小时。来自湛江的
醒狮、武术、飘色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
表演瞬间“圈粉”众多当地华人及国际友
人，现场体验浓郁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
寻味中国“牛”年。
凯恩斯市政府相关官员和华人会主
要负责人向湛江市外事局表达由衷感谢，
称此次新春庆典活动在当地反响热烈，其

成功举办离不开湛江市的大力支持，期待
双方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探索友城交往
新模式，不断扩宽线上交流合作新领域；
期待今后两市按照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的
原则，继续深化传统友谊，推动友城关系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凯恩斯市是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
州热带雨林与大堡礁的门户，是知名的国
际旅游城市，在热带海洋及农林科技、海
洋生物制药、水处理及环保方面世界领
先，也是湛江自 2004 年起第一个正式缔
约的国际友好城市。凯恩斯华人会自
1978 年在当地合法注册成立，一贯积极支
持中国领馆开展工作。

龙头产业园区 13 个项目“加速跑”
多个项目为近期完工投产冲刺
新春

走基层
本报记者 林小军 吴建韬
通 讯 员 井君艳
辛丑新春的正月十五还没有过，坡头
区科技产业园内的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便
呈“沸腾”状，单是龙头园区，便有 13 个项
目在紧张施工中，多个项目向上半年完工
交用的目标冲刺。
2 月 20 日，记者在坡头区科技产业园
内看到，龙兴路等路网建设进入收尾阶
段，已完成硬底化路基建设的道路两旁，
两排整齐的路灯已架设完毕，新栽的路树
抽出嫩绿的对生叶芽，几朵刚绽放的风铃
黄花在春风中摇曳。已完成路面铺设的
人行道上叠放着路缘石材和窨井盖，大型
机械车辆在不停施工，埋装路缘石并为排
水排污管道收尾作业。
园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元宵节前的
建设施工工价较高，按往年的惯例，大部
分工地要在元宵节之后才开工续建。今
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多个项目的开
工续建呈冲刺之势头，该产业园在建的 28
个项目，有 13 个在元宵节前便动工续建，
为近期完工交用奋力赶工。
在金合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项目工
地，厂房主体已拔地而起，项目建设负责
人告诉记者，占地面积 37.5 亩的该项目计
划 今 年 6 月 建 成 投 产 ，5 月 中 旬 必 须 完
工。该制罐包装项目，单是一期承接的月
饼外包装盒制造，产能便超亿元，年创税
超千万元，创造就业岗位 300 个。发展迅
速的湛江食品产业，对投资方鼓舞极大，
除制罐业外，投资方还考虑继续投建配套
的多种包装制品生产线。
在广东智造铝模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工地，厂房主体已完工，目前建设总进度
已达 40％，正加速进行配套设施的建设。
自称“一有空便到场督建”的该项目投资
方高层人员告诉记者，对尽快投产“迫不
及待”。按计划该项目于今年 4 月底前建
成投产，现在正争取在 3 月中旬完工。占

本报讯 （记者陈荔雅）2 月 22 日，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兴率队检查广湛高
铁（湛江段）及湛江大道项目建设情况，重
点检查项目征迁、施工相关情况，并召开项
目有关问题研究座谈会。会议要求，项目
相关单位要不断攻坚克难，加快推进广湛
高铁（湛江段）及湛江大道项目建设。
当天上午，曹兴一行先后前往坡头区
广湛高铁海底隧道盾构井施工现场、湛江
大道麻章洋溢村路段及湛江大道麻赤路
（铁路宿舍路段）施工现场，检查项目施工
情况，督促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抓
紧做好征迁工作，不断攻坚克难，加班加点
加快推进项目进度。
在 随 后 召 开 的 座 谈 会 上 ，各 相 关 单
位研究讨论了广湛高铁项目、湛江大道
项目建设进展相关情况。会议要求，推
进广湛高铁项目建设方面，各单位各项
目主体要自加压力、主动担当，坚决推动
项目征迁工作；项目公司要抓紧找好取
土弃土用地，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好场地
使用工作；加快解决施工石料问题，保障
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同时，要建立项目
建设工作群，每天进行通报，明确问题，
加强协调，齐心协力推动项目建设。在
推进湛江大道项目建设方面，要咬定目
标，全力以赴，不断攻坚克难，确保项目
顺利推进。要做到人员保障、时间保障、
施工量保障、资金保障、施工保障，各单
位各部门要排除万难，加强督查督导，及
时反馈，及时协调，互相支持配合，切实
做好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2020 年第三季度“广东好
人”名单公布

湛江 2 人上榜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曾小亮）2
月 22 日，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2020 年第
三季度“广东好人”名单公布，市人民警察
培训学校四级高级警长张德盘、徐闻县司
法局锦和司法所所长王文棠作为敬业奉献
的先进典范，均荣获 2020 年第三季度“广
东好人”称号。
据了解，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选树道德典型，弘扬传统美德，广
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
了 2020 年 第 三 季 度“ 广 东 好 人 ”评 选 活
动。经各地各部门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
示，我省 76 名同志荣获 2020 年第三季度
“广东好人”称号。

坡头区科技产业园龙头园区建设热火朝天。
地面积 53 亩，总投资 2 亿元的该项目从事
绿色低碳的建筑铝制模板研发、生产，年
产值超 1 亿元，年创税超千万元，产品运销
海南、贵州、广西等地，其新型快速装拆系
列产品代表着行业主流的尖端水平。
“得
益于目前湛江基建的‘迸发式’发展，目前
市场对我们产品的需求旺盛，我们另一厂
区春节假期仍在全力生产，今年接收的订
单已累积到 6 千多万元，订单还在不断发
来，我们将视这里（坡头厂区）的建设进度
决定是否增持订单。”该项目投资方高管
人员表示。
和煦的春日阳光下，坡头区科技产业

园区建设绽放着夏日般地似火热情。据园
区管理人员介绍，园区已经形成了电子电
器、水产饲料及加工、食品加工、医药及装
备制造业等工业产业格局。其中以官渡片
区为主的家电总装和配套生产企业 21 家，
是湛江重要的电饭锅生产基地，配套的产
品设计、原材料、配件、印刷包装、销售等企
业已经形成一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链，鸿智
电器、粤佳饲料、旭骏水产等年产值超亿元
以上的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明显。于 2015
年启动开发的龙头园区，
已投入了约 1.5 亿
元高标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完成
了天然气管道省道 286 线龙头园区段的铺

本报记者 张锋锋 摄

设；完成了龙头园区污水处理厂土建部分
和设备安装，
正在准备调试，
尾水排放管道
工程已完成招标工作，争取在今年 4 月前
投入运营；园区 4 条主干道道路和排水排
污工程现已完成工程量的 80％，预计今年
4 月前建成投入使用。
截至 2020 年底，龙头园区总共引进
项目 28 个，其中鸿辉彩印、湛海仪表、高压
电器、麦王照明等 6 个项目已建成试产。
目前在建项目包括投资额、年产值双超 10
亿元的湛江欢乐家实业有限公司食品加
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新增产能 25 万
吨，实现年产值 15 亿元。

湛江无新增确诊病例
本报讯 （记者路玉萍）记者从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获悉，2021 年 2 月 21 日 0 至 24
时，湛江市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
截至 2 月 21 日 24 时，湛江市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0 例（其中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 8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 12 例。目前无在院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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